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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英

吃粽子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吃
粽子是端午的传统习俗。 这个习
俗在中国由来已久。 南朝梁志怪
小说集《续齐谐记》最早记录粽
子的来历：相传屈原五月五日投
汨罗江后，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
以祭之。 人们把粽子投进江中，
目的是为犒劳传说中口衔屈子
归来的神鱼，并喂食水中的蛟龙
和鱼虾，让它们只吃粽子，不要
伤害到投江的屈子身躯。 后来又
有传说，人们投给屈原的食物全
被蛟龙偷吃了，如果再投，一定
要塞些楝树叶， 并缠上五彩线，
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最害怕的。 自
此，民间逐渐形成了端午节包粽
子吃粽子并向江中投粽子的习
俗。

在我的家乡，五月初五被称
为端阳节。 端阳前夕，家家户户
就开始张罗着泡糯米、 包粽子。
青青的箬竹叶包裹着雪白的糯
米， 并点缀上几颗鲜艳的红枣，
蒸出满屋满村的清香。 在那物质
匮乏、缺衣少食的年代，端午节
的粽子都是小孩子最喜爱的大
餐。 那份简单的美好，足以让儿
时的我满满期待，多少年后仍在
脑海中萦绕。

我最难忘怀的是10岁那年
的端午，母亲重病在床，家家户
户粽子飘香，我们却围着奄奄一
息的母亲泣不成声。 忽然门被打
开，邻家大嫂端着一盆热腾腾的
粽子进来。 我接过粽子，只见两
行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溢出。 多少
年来，一到五月初五，我就想起
了那热腾腾的粽子，就又仿佛见
到了母亲眼角溢出的泪水———
那样一个年代呀，不知邻居家节
省了多少个日子才有了这顿粽
子。 翠绿的粽叶包裹着的是浓浓
的乡情。 朴实的乡亲，让我把对
粽子的思念永久定格。

赛龙舟

汨罗江从我的老家流过，记
忆中家乡的端阳通常都是在连
绵的雨水中度过的。 淅淅沥沥的
雨声拦不住四邻八乡的老老少
少对龙舟赛的热情，大家纷纷涌
向汨罗江边，划船的划船，助威
的助威，有的还敲着鼓、打着锣，
汨罗江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端阳龙舟最初是古代长江
中下游以及南方临湖临江临水
一带地区，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
部落图腾祭祀的节日。 屈子投江
后，端午节便演变成缅怀屈原的
节日，并用龙舟竞渡来祭祀他。

在我的记忆里， 家乡端午赛
龙舟的热烈、 喜悦和快乐决不逊
色于除夕爆竹、元宵花灯、中秋赏
月！端午之前，各村就精选出若干
身体结实、 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分
成小组进行训练，端午一到，早早
就有备而来，形成“万州齐发赛龙
舟， 岸上呐喊震乾坤” 的热闹景
象。浩大的江面上，几十条船一字
排开，蓄势待发，长长的赛船上坐
满了精神饱满的大汉。 船中间是
鼓手，一声令下，船头船尾的人有
节奏地顿足压船，使龙头高翘，船
头的急浪便从龙嘴中喷吐出来，
如同蛟龙在吞云吐雨。 急鼓声中
水花飞溅，龙舟起伏如游龙戏水，
不论是江面还是岸上，人声鼎沸，
声势震天。

近几年来，赛龙舟被列入中
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每年有不
少国家派队伍参加各地举办的
龙舟赛事。

挂菖蒲

在我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
汨罗江一带， 都有端午节挂菖
蒲、插艾叶的习俗。 家家都会用
菖蒲作剑，插于门楣，将艾叶悬
于堂中，以驱蚊蝇、虫蚁，净化空
气， 因而民间也将端午节称为

“菖蒲节”。
记得在老家过端午节，家家

户户无一例外地都要在自家门
口挂菖蒲、插艾叶，村子里处处
散发着浓郁的艾草、 菖蒲的馨
香。 袅袅袭来，直沁心脾，弥漫整
个村庄。 端午不仅要吃粽子、划
龙舟、挂菖蒲、插艾叶，还要用菖
蒲、 艾叶等香草煎水沐浴更衣，
去郊外山野采草药。

民间传说，端午节这天采的
草药熬作茶喝， 对健康大有好
处。 这些节俗，看似“迷信”，但确
实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
动。 农历五月，已经入夏，天气燥
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
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而当时
先民们生活艰辛， 缺衣少药，这
些特有的民间习俗， 可以解溽
暑、排毒疫，有益身心健康。

吟诗词

端午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
的别名：诗人节。

史料记载， 公元前278年农
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
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
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写下绝笔
之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
以身殉国。 千百年来，屈原的爱
国精神和感人诗篇， 深入人心。
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
传焉”。 在民俗文化中，人们早已
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 吃粽子、
挂菖蒲、插艾叶、吟诗词与纪念
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往今
来，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热血
男儿传承着屈原的诗风、弘扬着
屈原的精神，高吟着“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中
华传统文化熠熠生辉。

在屈原的故乡，端午期间举
办赛诗会已成为屈乡端午一道
独具韵味的景观。 2000多年前，
屈原用诗词喊出的是忧愤与屈
辱，今天，身逢盛世的人们吟诵
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禹经安

又到农历五月了，溆水沅水河里的龙船鼓响
起来了。砰，砰，砰的鼓点声，伴着双唢呐和扒船汉
子的喊叫声，告诉人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

这些日子家家户户也都忙碌起来，凡住在河
边上的男人们，都在谈论着扒龙船，大家围着乡
里头人在议打新船，选水手，上山偷料的事了。 做
小生意的人， 在一起讲进节日的货物。 女人们在
张罗包粽子的糯米、 管竹子叶。 街上也多了卖绣
香包的丝线货郎担。 去相亲的男女， 正在张罗走
丈人家的彩礼。 溆浦人头次走丈人家， 是少不得
要提只大白鹅的，大白鹅翅膀涂上红色，走丈人
家的门口就把鹅拍叫， 表示郎八公拜节来了。 这
两天药店把制作好的雄黄， 艾草都摆在桌子上，
大的药店分文不取任你去拿。 乡下人担着扎好的
管竹子叶、艾叶、菖蒲，及自家产的蒜瓣子、绿壳鸭
蛋在走街串巷。 小城镇的街上充满了节日的生
机。

溆浦有过初五小端午， 十五为大端午的习
俗，从农历五月初五小端午到十五大端午，要过
十一天的端午节。 听老爸讲，这个习俗有2000多
年历史了， 它是同东汉马援来溆浦平五溪蛮有
关。 溆浦是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流放作《楚辞》的地
方，这里过端午节既热闹又隆重。

初五早上，老爸更衣净手后，就把钟馗像挂
在中堂，并杀了一只大雄鸡，然后把鸡血滴在纸钱
上，扯些鸡毛沾上鸡血，再贴在钟馗像上。老爸说，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礼俗，年年如此。妈妈又端上刚
刚从锅里拿出的热乎乎粽子来。 妈妈拿了一个很
大的枕头棕，用包粽子粽叶绳拉断糍粑，一节一节
分给我们吃。溆浦枕头粽真的是好吃，看到它都会
流口水，大大的枕头粽，年轻的壮汉们一餐也只能
吃一条。 改革开放的头一年， 一位刚从美国回溆
浦的美籍华人刘先生，拿着家乡的粽子，热泪盈眶
地对子女说，这就是家乡的粽糍粑，是我永远也忘
不了的乡愁。

河里的龙船鼓响得很急， 自初五在屈原庙
里，由当地的傩巫主持祭祀后，龙船才能下水。 自
此天天就有龙船在河里一上一下的操练，河边上
挤满了看龙船的人。 溆浦扒龙船分大河（沅水）和
小河（溆水）龙船。大河龙船是专供比赛所用的船，
有专用停船的亭子，船有24间仓，无龙头（都是用
人来替代龙头）尾巴高高翘起，像燕尾一样有丈
多高，一只船可载70余人，船上有抢水的汉子，舞
头旗和腰旗手（腰旗手可打扮成逗笑的女人和各
种戏曲人物），打锣鼓的，吹双唢呐的，放铁炮的，
撑船的舵手等等。 而小河龙船是一般黄瓜底船，
虽然也是肝胆俱全，但规模和人数就少多了。

记得小时候， 每到农历十五大端午节这一
天，妈妈总会给我们穿上新衣服，同时还要发两
个背儿粽糍粑挂在屁股上。 再给妹妹一个绣着鸳
鸯的香包。 我妈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 绝对把我
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当我们从大街上走过，围
观的妇女看到都赞不绝口。 只见我妈红着脸，嘴
里说差得远呢， 但心里确是乐滋滋的。 街上的叫
卖声，走亲戚的提着鹅鸭叫声，热闹胜过正月十
五看龙灯。 看龙船的人都往码头上涌去， 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女人们， 身边都有戴着光油斗笠，穿
着夏布衫的男人站在左右。 他们都在为自己家的
龙船呐喊。扒船汉子的口号是：“宁可输掉一垅田，
莫要输掉扒龙船”。 男子汉们能选上水手，就是最
佳表现自己的时候，他们有的是扒给自己女人看
的，有的是扒给族人看的。 常有老人指着龙船说，
舞头旗的是我孙子， 别提多自豪了。 得胜者祠堂
要杀猪宰羊，输了的也会叫明年再来。

我们家住在溆浦县城的老河街，后面是一间
很大的吊脚楼， 吊脚楼如同看龙船的观礼台一
样， 可以俯视整个河上的比赛。 老爸自初五龙船
下水操练起，就用一根粗大的麻绳，把吊脚楼上
的木栏杆吊在屋梁上， 他是怕看得人多会出事
故。 亲戚们来拜节了，提了个盖着毛巾的竹篮，竹
篮中放着粽糍粑和两盒糖封子，妈妈会给亲戚张
罗一桌美食。 老爸会在吊脚楼上的栏杆边， 专门
给长辈安排座椅。

河上的船划过来了，两岸爆发出雷鸣般的呼
喊声，五六只龙船平头竞争，把一条宽大河水翻
滚着一层一层白浪。 溆浦大河小河的龙舟， 是没
有龙头的龙舟， 它们都是以人为龙头。 据说是溆
浦人听说屈原投水后，大家就扒起河边的船前去
救他，所以前面站着的人，都是打捞屈原的人。

今年溆浦的龙船鼓又响了，它是全国各地五
月初五端午节偃旗息鼓后，才刚刚擂起的。 走，到
溆浦过端午节去，看溆浦龙船去。

彭流萍

虽未看见那千古一跃
但我听见汨罗江在惊涛中咆哮
江水滔滔， 华夏滔滔
弯弯曲曲的汨罗江啊
总有流不尽的哀思， 诉不尽的悠悠往事
总有道不尽， 念不完的 《楚辞》
屈子将实现不了的梦
统统抛入了江中

当古老的汨罗江水， 化作泡沫
当千年淤积的泥沙化作尘埃
我依旧顶礼膜拜
拜那开天辟地的 《楚辞》
拜那千古绝伦的 《离骚》
拜那句我唱累了还想唱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汨罗江啊汨罗江
今夜我悄悄躲在江边痛哭一场
请别笑一个舞文弄字的莽夫
壮怀激烈地写下 《汨罗江》
滚滚的汨罗江哟， 即使你怒吼你泛滥
也冲不掉 《九歌》 与 《天问》 的悲壮
即使你汹涌你澎湃
也冲不掉我对山河的表白

汨罗江呵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端午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为你写首诗
一直想用艾草
薰香那波光粼粼的江水
将深入雄黄骨髓的中国黄
倒入那波澜不惊的汨罗江
舀一勺江水， 饮下， 将碗砸碎

如果我醉了
那么将我和屈原绑在一起
如果我醉了
那么将我和浪漫绑在一起
如果我醉了
那么将我和锦绣山河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汨罗江啊， 汨罗江
我匆匆穿越时光的隧道
迈着沉重的步伐，
步入历史的长河， 缓缓爬上秦楚两岸
依偎在你宽广的胸怀
久久叹息———

叹你轻轻一跃， 跃起了
振聋发聩的风云变幻
叹你轻轻一跃， 叹你升腾成仙， 叹你是
一条浩浩荡荡的东方巨龙
汨罗江啊， 汨罗江
借我一壶雄黄酒
今夜， 我要撕裂那缥缈的灵魂的躯壳
而后用刚劲有力的笔体写下 《离骚》

然而， 即使我满怀豪情
也无法越出诗文中的泥沼
唯有佩长剑， 披征衣， 挂战袍
才能与屈子的灵魂飞冲
汨罗江啊汨罗江
漆黑的江畔哀歌传啊
我难以抑制躯体里的血液加速翻涌
我像巨人般仰起悲悯的头颅
高高举起一颗丹心
大声放歌
滚滚的汨罗江啊， 茫茫的秦楚两岸
盼星星， 盼月亮
望我一飞冲天的祖国
朝着崭新的太阳
展翅疾飞

薛立彬

汪曾祺写过一篇《端午的鸭
蛋 》的文章 ，文章中汪老对端午
鸭蛋的细致描写 ， 让人垂涎欲
滴，真想去汪老的家乡高邮去品
一品那里的鸭蛋。 其实端午节何
止有诱人的鸭蛋 ， 还有打扫庭
院、悬挂艾枝菖蒲、饮雄黄酒、赛
龙舟等相关习俗。 我是北方人，
在我们这儿过端午节就是吃粽
子，吃了粽子就是过端午节了。

中国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
端午节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每个节日最早兴起的时候都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娱乐不
丰富的古代，节日到来总是大肆
庆祝的，人们乐在其中。 只是，现
在娱乐的形式丰富了，我们反而

总感觉缺少了什么。
对于传统节日，许多人慢慢

不那么看重了，而对于西方传入
中国的节日，却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 。 这是否有忘了自己根的嫌
疑？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宝
贵的文化资产，这是一个民族得
以代代相传的载体，也是一个民
族始终保持创造力的源头活水。
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意味
着丢弃自己的根，未来的发展就
会失去方向。 即使物质再富有，
也是精神上的穷人。

西南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
家余云华认为，端午节的精神内
涵远不只是吃，节日的文化精髓
不能丢。 自古以来，端午一直是
民间防疫祛病 、避瘟驱邪 、祈求

健康的节日, 它更是精神层面的
节日，寄寓了人们平安和顺的美
好心愿。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
长。 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 ”
这是唐明皇李隆基写的一首古
诗 ， 名为 《端午 》 。 诗写端午
节 ，却以盐梅 、曲糵来隐喻国家
栋梁，讲出要向屈原学习的大道
理。 所以，请珍视我们的传统节
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
灵魂，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一代
接一代，都有责任把祖先留给我
们的这笔财富， 尽全力传承、升
华。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 ，这是
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时至今日，
周总理的这句话我们依旧受用。
莫让端午节成了一个单纯的“粽
子节”。

刘希

端午节就要到了，我买来一
小瓶雄黄酒， 女儿惊讶了， 问：
“妈妈，这酒能喝吗？白娘子不是
喝了雄黄酒变成蛇了吗？ ”我笑
了笑，回答她说：“这瓶酒，是准
备给你端午画额用的。”画额？画
啥呀！ 我认真地给她解释，画一
个大大的王字，小时候每年端午
你外婆都会给我画。画王字有两
个喻义，一是驱毒，二是镇邪。这
种风俗称为画额。听我解释半天
后，女儿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小时候过端午，印象最深的
就是母亲会帮我梳两个朝天的
小辫子， 用艳丽的红绸带裹着，
特别可爱。然后她端出一碗雄黄
酒，将毛笔泡在酒里泡软，在我
额头上画上一个“王”字，边画边
说：“画额后， 就会驱虫免灾，长
命百岁。 ”画的这王字是金黄色
的，画过王字的孩子们，很有点
虎虎生威的味道。

小时候我体质多病，特别喜
欢长恶疮，一到夏天，身上就奇
痒难受，母亲没少为我操心。 听

说吃蛇能排毒，母亲壮着胆子抓
了一条大蛇，炖给我吃，可是没
效。 听说牛磺香皂对去疮有好
处，母亲跑到城里买了一大箱回
来， 天天逼着我用牛磺香皂洗
澡。 只要听说对我身体好的，母
亲就尽量想办法去做。 所以，每
年端午，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给我
画额。

我对画额是又爱又恨。端午
画额，在我的故乡是个习俗。 这
一天，基本上所有的小孩子都被
大人画了一个大大的“王”字，大
家在一起玩，比的就是谁的王字
最好看， 谁画了王字最像老虎。
母亲练过毛笔字，因而她的王字
是我们伙伴中数一数二的。但我
眉清目秀小脸庞，跟老虎一点也
不像。 伙伴们都笑我，说我是假
老虎。我由此对这个王字又生了
些怨恨，偷偷地将它擦掉，每每
这时，必遭母亲训斥，再用毛笔
重画一遍。

画个“王”字就能避邪？我原
先很不明白，觉得这是大人戏耍
孩子的把戏，后来读到清富察敦
祟《燕京岁时记》里说：“每至端

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
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
毒物。 ”才明白，这画额有历史渊
源，是大人对孩子寄予的美好希
望。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计划给
女儿画额。 这不仅仅是一个习
俗，更是一份爱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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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不只是“粽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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